
美國衰減中國上升的趨勢在繼續，美國

和美軍力有不逮。中國還是美國的主要債

主。為此，美國不能太得罪中國，但是

又還要有制衡中國的牌，這就決定美對台軍售當下不敢

太囂張，但是這張牌也不能丟，這仍是未來中美博弈的重

要戰場。

檢驗中美兩軍關係的最主要標準是什麼？筆者以為，是美對台軍售是
否兌現承諾。美國兌現「817公報」有關對台軍售的承諾，也就是消除兩
軍關係發展的最大障礙；美國不兌現這個承諾，說明他們還是以中國解
放軍為假想敵。

兩軍關係經歷低迷後重拾升軌
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本周訪美，中國國防部表示，「這次訪問是落

實成果之旅、加強互信之旅、擴大合作之旅。」而美方也表示高度重
視，並且會展示參謀長聯席會議這個最機密的最高指揮機構和從不開放
的諾福克海軍基地等。無疑，這顯示在奧巴馬批准新一批對台軍售和去
年美韓黃海頻繁演習導致兩軍關係低迷之後，重上回升軌道的標誌。事
實上，解放軍總參謀長時隔7年後再次訪美，也是繼2009年中央軍委副主
席徐才厚訪美後中國軍隊領導人最重要的一次訪美活動。

然而，用「面和心不和」這句俗語形容中美兩軍、兩國關係未必恰
當，但不管陳炳德訪美成果如何，美國仍視中國為假想敵的事實，恐怕
暫時不會改變。因為，跡象顯示，目前美國並沒有在對台軍售問題上做
出了斷的決心。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國際知名軍事學者愛德華．勒
特韋克認為，中國在軍事方面的麻煩源自於它增長迅速的經濟。他說，如
果中國在變得富有的同時，又越來越強大，那麼所有人都會跟它作對。勒
特韋克說，中國領導層沒有觸及問題的根源，因此這樣的軍事交流於事無
補。表達善意當然有用，不過它的效用只能持續一兩個星期。

中國副總理王岐山在華盛頓參加中美第三次戰略對話後上美國電視，
直言美國人看問題「太簡單」。也許，這種「簡單」是對自己實力的自
信。不管怎樣，勒特韋克應該說的是心裡話。他的話表明，美國對中國
軍事力量的急增，是十分在意的，而美方力促兩軍交往，第一目的是力
促中國軍力透明；第二在美軍現進行3場戰爭時，避免與中方過早對抗；
第三爭取中方在反恐方面的配合。

北京明示不會挑戰美方利益
事實上，北京不但基本滿足美方的要求，而且明確表示不會挑戰美方

當下在全球的利益。這次中美戰略對話的48項成果中的一項「決定加強
在地區和全球問題上的溝通與協調，以共同應對挑戰」，雙方重申在朝鮮

半島問題、阿富汗問題和伊朗核問題，有共同利益，重申落實原來達成的諒解。
由此而看，發展中美兩軍關係的球在美國一方。北京解放軍一直公開表明，美方為發展兩

軍關係製造了三大障礙：第一，對台軍售；第二，美國軍機軍艦頻繁抵近中國沿海偵查；第
三，美國國內法的限制，如2000年《國防授權法》和《迪萊修正案》在12個領域內限制和中國
的軍事交流。筆者認為，其實，北京最在乎的是對台軍售。北京指美在「817公報」中對中國
承諾不執行長期對台軍售的政策，「817公報」是1982年簽署的，到現在29年了，當年美國對
台軍售只有4億美元，賣給台灣的是霍克導彈，而現在美國對台軍售是64億美元，賣的是「愛
國者3」系列導彈。

顯而易見，三大障礙，最為關鍵的是，美對台軍售。去年中美兩軍的低潮，就是因為奧巴
馬批准新的對台軍售。美對台軍售問題解決了，其他兩個問題也會迎刃而解。即使拖一段時
間，對中國的傷害也不是很大，中國也不會太在乎。

對台軍售仍是中美博弈的重要戰場
事實上，美方在該問題上出現了鬆動。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上，「大退場戰略」越來越引起

重視，美國需調整自己以適應中國崛起。具體到台灣問題，美國有教授建議「美國對台灣軍
售將必須顯著的減少」；「美國應考慮從對台灣（安全）承諾上後退」。而事實上，奧巴馬政
府在馬英九一再要求買F16 C型D型戰機，一直沒有鬆口。

那麼，美國對台軍售未來的政策走向到底會如何？首先看大形勢。美國衰減中國上升的趨
勢在繼續，美國和美軍力有不逮。美國目前債務已達14多萬億美元，相當於一年GDP。十年
前，發動阿富汗戰爭時，美國生產值是全球三分之一，它的軍事花費也是全球三分之一。今
天，美國生產值是全球四分之一，它的軍事花費卻是全球二分之一。而且。美國主要債主是
中國。為此，美國不能太得罪中國，但是又還要有制衡中國的牌，這就決定美對台軍售當下
不敢太囂張，但是這張牌也不能丟。

自然，北京會不斷加大要求美方兌現承諾的壓力。這仍是未來中美博弈的重要戰場。

七百萬香港人必須看清：公民黨幕後操控以「司法覆核」狙擊港珠澳大橋環評的

實質，不僅是對《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的閹割，將司法獨立蛻變為「司法獨

大，法官治港」；更要害的是披 「司法」外衣對「一國」主權的赤裸裸挑戰，是

特區地方法官對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凌駕，是對「一國兩制」政治倫理的顛覆！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國」主權不容挑戰
劉夢熊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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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操控官司狙擊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工程的環評報告，不
僅使本港涉及分攤的大橋主體工程拖延、費用大漲，打爛3萬
人飯碗，推高行內失業率至9%，而且本港約50項正進行環評
的工程會受影響延誤，甚至整體基建環評都因要等待港珠澳大
橋環評一案上訴結果而可能停擺一、兩年，導致香港經濟發展
受阻和天文數字的財政損失，且根據國家「十二五」規劃與內
地跨境基建銜接和經濟融合更有錯失時機之虞！帶給香港這場
空前浩劫的罪魁禍首，就是公民黨！港人何辜，遭此荼毒！

眾所周知，港珠澳大橋是列入中央「十二五」規劃粵港合作
7個重大項目的首位，而「十二五」規劃是今年三月兩會重

心，已由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四次會議正式通過。核心問題
是，香港回歸祖國之後，根據《基
本法》規定實行「一國兩制」，「一
國」主權是前提，香港的治權包括
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都是中
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區區一個香港
法庭，根本無資格挑戰國家最高權
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的國
家規劃；區區香港一個法官，根本
無權以所謂「新演繹」去阻延全國
人大決定的國家工程！

七百萬香港人必須看清：公民黨
幕後操控以「司法覆核」狙擊港珠
澳大橋環評的實質，不僅是對《基
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的閹割，將
司法獨立蛻變為「司法獨大，法官
治港」；更要害的是披 「司法」
外衣對「一國」主權的赤裸裸挑
戰，是特區地方法官對國家最高權
力機關的凌駕，是對「一國兩制」

政治倫理的顛覆！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呼籲：事關「一國」主權尊嚴，香港特區政府無必要隨

「司法獨大，法官治港」的魔笛起舞去搞什麼費時失事的上
訴：應該緊急要求人大常委會釋法，究竟該宗狙擊國家項目港
珠澳大橋環評的「司法覆核」是否有權凌駕人大決議？是否合
乎《基本法》？揭穿來說，該宗「司法覆核」絕對不是甚麼港
珠澳大橋「環評標準」之爭，而是涉及「一國」主權以及國家
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莊嚴決議是否受到尊重的大
是大非之爭，說到底，是香港管治權之爭！中央、特區政府和
香港市民千萬不可看輕了，更不要被牽 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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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實行最低工資時薪28元，由此也引起了關於大廈保安員
「有薪假期」的不少說法。個人心中意見，真有不吐不快之
慨！

現時社會主要的工資待遇有兩種，一是月薪制，一是時薪
制。目前政府立法於5月1日實行時薪不可低於28元的制度，很
明顯。這裡指的是時薪制，即工作一小時便有一小時不低於28
元的工資。但，要工作一小時才能計薪28元呀。沒有工作、沒
有出勤，也就理所當然地不能計薪，也無法計薪呀。環顧全世
界，任何國家、任何地區哪有先例，打工一族不工作也可照拿
薪水的？如有，那也就不叫時薪制了。不是嗎？做顧問的有顧
問酬金，做CEO的有花紅，對不對？可保安員的工作有那份
量嗎？再則，如果大廈保安員享有有薪假期，實行28元×12小
時×31日=10,416元的工資，豈不是同時兼享時薪制和月薪制
的雙重待遇？這筆賬任何僱主都會算！這對僱主公平嗎？不出

勤拿工資，而且還要拿十二個小時，在香港這個以勤勞著稱、
愛拚才會贏城市，有這想法、提出這要求，難道不怕有「羞恥」
之嫌嗎？

有人說，雖實行最低工資但不可減少保安人員原有的福利
喔。那又請算一算了。今年5月1日起，保安員工資從6千多大
幅加到8千多，加幅高達30％以上！保安員個人較之前已獲取
了最大的福利了，怎麼可以反而說「減少了原有的福利」了
呢？恐怕邏輯學不是這樣解釋了吧—「魚和熊掌」，怎可兼
得！

現在不少大學、高中畢業生入職薪水不過八、九千元，反觀
如果保安員工資月入過萬，那才讓全世界人都笑掉牙了呢！這
哪裡還談得上是國際大都市的文明—尊重知識和尊重人才
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卡恩因涉嫌性侵
一名酒店服務員，目前被羈押在紐約市警局並
接受警方質詢。這是令人相當驚詫的性醜聞。
IMF作為世界兩大金融機構之一，一直承擔
讓全球金融秩序正常運作的責任，由於其專業性
特點，這個組織極少發生醜聞。卡恩的性醜聞，
恐怕將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一場政治經濟大地震。

眾所周知，IMF雖然有185個成員，主導者
卻是美國、歐洲和日本。自其成立始，發言
權和表決權即以經濟實力作為劃分標準，已
經違背了國際法的公平原則。自上世紀末以
來，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發展迅猛，在改
變既有全球經濟格局的情勢下，IMF依然抱
殘守缺，不思改革或改革步幅躑躅不前。一
直到金融危機爆發，美歐深陷危機泥潭難以
自拔，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的份額和權利
才不得不被重視。儘管如此，美國依然是IMF
的最大股東，具有17.4%的份額，中國只有
2.98%，甚至不如比利時和荷蘭的總和。

IMF已成為輸出西方政制的工具
卡恩的性醜聞，雖說是個人私事，但也會將

世人的目光聚焦於IMF上，從而引發人們對這個
組織的「新仇舊恨」。正如前述，首當其衝是對
其組織架構和議事規則不公平的討伐，激發新
興國家籲其改革的吶喊。世事就那麼弔詭，卡
恩醜事看似偶然，卻隱喻了一種東窗事發的必
然。這個組織在其一個多甲子的存在中，其合
理性的根基就是富國主導，確切講是以維護美
國式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為己任。如果說這個
組織抱持純粹的市場經濟下的資本至上原則，
倒也無可厚非。因為無論是日本、韓國和東南
亞諸國的崛起或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的經濟
騰飛，都以市場經濟為發展根基，主動融入全
球化，而且承認美元為結算基礎的貿易體制。

問題是，IMF模糊了自己的金融角色，無意
識或主動地為美歐等西方國家所綁架，實現超
越經濟的政治施壓。主要體現在，一是美國以
強勢的政治壓力或軍事強力逼迫不少亞非拉國
家實現政治上的民主化，美國是先鋒於前；二
是IMF緊跟其後，用美國式市場經濟植入這些
國家，當政治經濟在所在國體制性「水土不服」
發生經濟危機時，IMF則以援助的方式附加侵
犯這些國家經濟主權的條件，導致這些國家市
場紊亂。拉丁美洲的經濟半死不活，黑非洲的
混亂不堪，曾經的亞洲金融危機，IMF都曾有過
讓發展中國家驚懼的表演。即使在中國經濟迅
猛發展的今天，IMF還時不時附和美國敲人民幣
升值的邊鼓。卡恩性醜聞，國際社會把賬算到
IMF和西方國家頭上，藉以一抒心中怨氣也是可
理解的。

歐洲人「世襲」總裁之位不合時宜
值得一提的是，IMF最具爭議的是總裁人

選，按照慣例，這個職位來自歐洲。這同樣是
美歐分肥的結果，因為另一重要組織世界銀行主
席的職位來自美國。法國人卡恩的性醜聞，也凸
顯這種歐洲人「世襲」IMF總裁的方式是多麼地
不合時宜。而且，這恐怕還會引發俄羅斯和美國
的一場陳年官司，當年支持卡恩的是美國，俄羅
斯支持的是當時捷克的前總統。習慣批評美國的
俄羅斯人會不會嘲諷美國—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卡恩雖然被稱為法國最成功的經濟部長，而
且有 「歐元先生」的美譽。但他在法國政壇也
名聲不佳，甚至可以說是臭名昭著。1998年，卡
恩因涉及一起醫保詐騙案而黯然辭職。成為IMF
總裁才3月，卡恩即和已婚女下屬傳出緋聞，當時
卡恩的老婆還專門寫博文原諒其「一夜情」。可
見，卡恩性醜聞，早就是有前科的。對卡恩而言，
他競選法國總統的春秋大夢恐怕就此破碎了。

美國之音中文廣播停播背後恐暗藏美國之「陰」，
或許最值得關注防備的，就是假借網絡自由、言論自
由，實則暗推「顏色革命」攻勢的升級。美國正在利
用互聯網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對中國的年輕人發動

「心理顏色革命」。中國需要警惕其背後隱藏的戰略謀
劃。

分析人士認為，美國之音對華廣播的停播是美國對
華策略的轉變，絕不是放棄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國競
爭，而是要將更多精力放在電視及互聯網等受眾更多
的領域。鑒於中東、非洲等地出現的「顏色革命」中
網絡扮演的推手作用，更值得警惕的恰恰是美國之音
停播背後這種針對年輕及白領群體「精確打擊」的網
絡攻心新策略。

「攻心戰」由天上轉向網上
在廣播沒落的情況下，美國的攻心戰略開始由天上

的短波轉向網絡世界。美國廣播理事會在預算案中明
確提出，預算調整後將「有的放矢」地進行對華廣
播，遭裁撤的短波廣播將轉向數字媒體，比如網絡和
手機業務等。

據美國廣播理事會的聽眾調查，有7％的中國人每
周用手機上網，中國農村用手機上網的人比城市更
多。路透社分析說，美英等國政府關閉各自的對華廣
播絕不是放棄在意識形態上的競爭，而是要把更多精
力放在電視及互聯網上，因為這些領域雲集了更多的
受眾。

就在2月份美國政府部門傳出美國之音中文廣播即將停
止的消息，幾乎同一時間，美國國務院宣布將推出中文
的「推特」(Twitter)帖子，以和華人直接交流。此外，美
國今年還將花費2500萬美元，用來保護網絡作者，說明
他們突破網絡限制。

觀察家認為，美國之音停播華語與「推特」被美國
政府熱捧，此消彼長之間，實際上是美國政府內部宣
傳資源的一種調整。從中不難看出，美國政府正日益
重視互聯網等新媒體的影響力，希望藉此加強對中國
的宣傳攻勢。

中文廣播停播更值得警惕
從美國之音到依託互聯網的「中文推特」，意味

宣傳管道、宣傳策略的改變，但其肩負的使命不會改
變，即打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的宣傳戰，宣揚滲透西

方的價值觀。觀察家警告，美國之音中文廣播停播背
後恐暗藏美國之「陰」，或許最值得關注防備的，就
是假借網絡自由、言論自由，實則暗推「顏色革命」
攻勢的升級。

相比廣播，網絡對白領和年輕群體實行精確打擊，
其宣傳手段將更蠱惑人心。針對中國轉型期出現的社會
問題，美國可能會抓民心，特別是在中國國內的熱點問
題上添油加醋、推波助瀾地與中國政府爭奪民心。

儘管中國有屏蔽技術，但網絡安全專家認為，美國
擁有技術上的絕對優勢。目前，互聯網上運行的硬
體、軟體絕大部分來自美國。可以說，美國在網絡中
的資源十分充足，「如果美方有針對性地去做一些事
情，對方是很難防範的」。

近年來，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先後
爆發的「顏色革命」，互聯網都起到推波助瀾的作
用。2009年6月，伊朗總統大選後政局一度動盪不
穩，「推特」網站特意推遲網絡維護時間，說明伊朗
反對派傳遞資訊，形成不實資訊、發洩不滿、串聯示
威的輸送通道，為製造伊朗緊張局勢煽風點火，這是
典型的一例。

2011年初開始，發生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
等中東國家的「茉莉花革命」中，新興的Facebook、
Twitter、YouTube等網絡媒體也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它們
所具有的開放自由、即時聯繫、全球同步等特點使短時
間內的大規模集會遊行成為可能，也使美國政府的干預
插手更為便捷—美國不僅公開指責有關國家關閉互聯網
服務侵犯人權，還開放註冊波斯語、阿拉伯語帳號為反
對派推波助瀾。

在此背景下，美國之音停播中文廣播之舉更值得防
範。有報道稱，美國早在10多年前就開始在中國花錢
僱人，專門在網上散布反政府言論，進行崇拜美國文
化的洗腦工程。美國正在利用互聯網對中國的年輕人
發動「心理顏色革命」。

不久前，一些互聯網上相繼出現號召在中國大城市
舉行「茉莉花革命」集會的消息。美國之音的報道耐人
尋味，一開始它聲稱中國發生了成千上萬人上街抗議的

「茉莉花革命」。但隨 其他媒體報道增多，事實基本明
晰後，美國之音實在拿不出「成千上萬」人抗議的證
據，又改口討論中國會否發生「茉莉花革命」。

原載香港《鏡報》月刊5月號，原文5000字，本報

有刪節

■工聯會轄下香港建造業總工會表示，港珠澳大橋押後動工，會令業內失業率推高至
9%。 香港文匯報記者嚴敏慧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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